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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捕昆明暴恐案4嫌犯 5人在逃
中國與印尼簽署協議 交換反恐情報

中國外貿轉型基地合世貿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條約法

律司負責人昨日就美國在世貿組織起訴中國補貼措
施發表談話，表示中方已經收到美方提出的磋商請
求。
11日，美國就中國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和公共
服務平台補貼措施提起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的
磋商請求，指稱中國通過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和
公共服務平台向企業提供世貿規則禁止的出口補
貼。

轉型升級示範基地促外貿發展
該負責人表示，中方一貫尊重世貿規則，外貿轉

型升級示範基地是中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促進對
外貿易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舉措，符合世貿規則的
規定。

仁川車禍3中國公民受輕傷安倍施政演說對華再談「友好」

組織涉恐偷渡 6被告雲南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雲南紅河州

中級法院於11日公開開庭審理6被告人涉嫌參加恐怖組
織罪，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一案。

聘翻譯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
涉該案的6名被告人中，阿布都熱依木．阿布都許庫

爾等4名被告人為新疆人、維吾爾族，柳發所、宋本貴
2名被告人為雲南人、漢族。紅河州檢察院指控稱，
2013年12月以來，阿布都熱依木．阿布都許庫爾單獨

或夥同被告人艾合麥提．努熱科、阿布力米提．阿吾
提、西爾艾力．阿里木，在雲南省多次組織多名準備偷
越國境的人員，先後僱用被告人宋本貴、柳發所及錢海
福（另案處理）駕車將上述人員運送至邊境地區後偷越
出境。在此過程中，阿布都熱依木．阿布都許庫爾還多
次單獨或夥同其他被告人，運送某暴恐組織人員到邊境
地區後交由他人帶出境外。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2
月10日，西爾艾力．阿里木共為上述偷越國境人員中
的部分人員及其他人員收轉資金300餘萬元人民幣。

檢察機關公訴，以參加恐怖組織罪、組織他人偷越
國（邊）境罪追究被告人阿布都熱依木．阿布都許庫
爾的刑事責任並數罪並罰；以組織他人偷越國（邊）
境罪追究被告人艾合麥提．努熱科、阿布力米提．阿
吾提、西爾艾力．阿里木的刑事責任；以運送他人偷
越國（邊）境罪追究被告人柳發所、宋本貴的刑事責
任。
紅河州中級法院聘請了維吾爾族語翻譯人員進行庭審

翻譯，並依法為未能聘請辯護人的被告人艾合麥提．努
熱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二人指定了辯護律師，充分
保障了各被告人和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該案將擇期宣判。

馬來西亞成赴「伊斯蘭國」中轉站

李克強應約同希臘新總理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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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朱燁
北京報道）據印尼媒體報道，9名疑涉
昆明暴恐案嫌犯逃至印尼，4人被抓，3
人躲進森林，2人逃亡至馬來西亞。著
名專家、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與東南
亞國家反恐合作進展較好，今年1月，
印尼國家反恐局局長Saut Usman訪華出
席了中國印尼第三輪反恐磋商。楊恕指
出，反恐協議是合作水平較高的標誌之
一，但簽署聯合反恐協議涉及的司法程
序較長，過程相對繁瑣，因此，反恐合
作要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並不容易，不
過中國與東南亞乃至全球的反恐合作空
間巨大。

楊恕說，東南亞地區恐怖活動較多，
尤其是印尼和菲律賓。此次犯罪嫌疑人
逃至東南亞已並非個案，東南亞地區地
形較為複雜，多為山地和山林，便於犯
罪分子藏匿。現在東南亞地區有許多偷
渡團伙，已經形成一個較大的偷渡市
場，在利益的驅使下，從中國偷渡到東
南亞國家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是中國
與周邊國家之間此前未曾出現的局
面」。因此，今後的反恐任務會越來越
艱巨，中國須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國家

之間反恐合作。
著名軍事專家洪源向本報記者表示，東南亞國

家的交通邊境漏洞較多，有可能成為恐怖分子的
跨境通道。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東南亞國家
乃至伊斯蘭國家，多方加強邊境聯
動信息互換，深化聯合反恐合作的
空間非常大。在上述問題上，中國
與東南亞的反恐合作正在開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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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萬最後一次，成交！」內地兩千茶商近
日齊聚四川雅安震區，參加名山區茶馬古城開
城儀式，搶購中國茶文化發祥地今春第一背簍
蒙頂茶。88號競拍者最終以90萬元人民幣成
功拍得重36.5斤的第一背簍蒙頂茶。圖為競拍
成功客商感受第一背簍蒙頂茶香。 ■中新社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中國與印尼政府在2009
年7月簽署的引渡條約基礎上，於10日在北京由中國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和印尼國家反恐局(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Agency)局長Saut Usman簽署反恐協議，同意就
此交換情報。關於嫌疑人的逃亡路線，印尼Antara通訊社
援引Saut Usman的話說：「他們據信從陸路經緬甸、泰國
南部和馬來西亞逃到印尼的Poso，他們使用土耳其護照從
Medan進入印尼，他們在Medan裝作難民。」Saut還表
示，這些嫌疑人前往Bogor地區的Puncak，與一群想去
Poso、來自中東的人匯合。

嫌犯被捕後改國籍
據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郵報》稱，在蘇拉威西被警方圍
捕的4名嫌疑人，最初聲稱自己來自中國新疆，是維吾爾
族。但經警方審訊後，這4人又改口稱來自土耳其。報道
稱這些人同穆斯林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IS)」有關。據觀
察者網查詢，中蘇拉威西省是印尼極端分子的大本營。警
方在嫌疑人車上找到「伊斯蘭國」的文件和標誌物，因此
懷疑他們可能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組織有關。

印尼或銷涉恐公民護照
據《雅加達郵報》消息，大約有60名印尼國民加入了
「伊斯蘭國」。印尼政府本月正式禁止任何人支持伊斯蘭
國，並警告國民不要前往中東協助這個組織作戰。印尼總
統Joko Widodo已經同意簽署規章，允許當局撤銷在敘利
亞和伊拉克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公民的護照。此外，
印尼政治司法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稱，印尼計劃撤銷那些
準備出國加入「伊斯蘭國」、以及已經身在海外的「伊斯
蘭國」印尼國民的護照，他們將被禁止回國。目前，聲稱
支持「伊斯蘭國」、但與此同時沒有呼籲公開施暴的印尼
人不能被捕或受到其他處罰。根據印尼國家反恐局的評
估，在過去的兩年中，有超過350名印度尼西亞人加入
「伊斯蘭國」。印尼方面此前已認定「伊斯蘭國」是恐怖
組織，並禁止該組織的宣傳，此後在該國逮捕了約20名恐
怖分子嫌疑人。
截至目前，中國公安部網站尚未發佈有關雙方在2月10
日簽署協議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息網援引外媒報道，

印度尼西亞與中國簽署反恐協議，中方願繼續加

強與印尼方反恐情報交流，共同開展聯合行動，

追捕涉及昆明火車站襲擊案的中國恐怖活動嫌

犯。這9名嫌犯已逃至印尼，其中4人日前在印

尼的蘇拉威西被警方圍捕，而另外3人逃進了森

林、2人逃往馬來西亞。消息稱，印尼駐華大使

館指出，這群恐怖分子在國際恐怖分子名單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於上月赴馬來西
亞會見馬方內政部長扎希德時，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
說：「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
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ISIS)組
織。」中國恐怖分子經由東南亞前往中東參加「聖戰」的

案例，近期已發生多起。據悉，包括中國籍人員在內的外
籍恐怖分子大量經由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抵達土耳其，
越過土敘邊境最終進入「伊斯蘭國」控制區。

馬印具備較成熟招募網絡
據了解，部分中國籍偷渡人員在幕後組織安排下，

先到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等地暫作停留，由當地「蛇
頭」接應偷渡出境，進入與中國接壤的越南、緬甸等
國，再在境外「蛇頭」安排下經陸路、水路輾轉泰國、
柬埔寨等地，最終大部分人員由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兩國機場出境，飛抵土耳其。從目前曝光的一些案件來
看，部分偷渡出境的中國籍人員持有「土耳其護照」。
去年，泰國和馬來西亞方面都曾發佈拘捕中國籍偷

渡人員的消息。其中，馬來西亞警方去年10月在吉隆
坡郊外的兩間公寓內拘捕了155名來自中國新疆的偷
渡人員，包括37名女性和76名兒童。不過，馬方並
未證實偷渡者與極端組織關係。
據悉，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地的原因，不是因為馬

來西亞和印尼的簽證手續簡單、通關容易，而是因為

這兩個國家內部的宗教保守甚至宗教極端群體內，潛
藏着一個較為成熟的「聖戰」招募和人員運送網絡。

尚未知中馬恐怖分子有聯繫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扎希德指出，中馬兩

國政府嚴正看待危及國家安全的事件，承諾全面遏制
這一問題。中馬兩國有反恐協議，緊密合作進行反恐
行動。他也表示，中方無法確定利用馬來西亞作為中
轉站的中國恐怖分子具體人數，馬國內政部要求中國
提供嫌犯的生物辨識特徵數據，以便擬定嫌犯名單。
不過，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中國的恐怖分子與馬來西
亞恐怖分子在參加ISIS事件上有聯繫。

■昆明暴恐案監控畫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
日下午應約同希臘新任總理齊普拉斯通電話。
李克強表示，中方重視同希臘的傳統友誼和不斷拓展
的務實合作，願堅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贏，推動兩國關
係邁上新台階。

歡迎中方擴大投資
齊普拉斯表示，希臘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歡
迎中國擴大對希臘的投資，希臘新政府不會改變雙方現
有合作項目的性質，有信心同中方一道，推動兩國友好

合作關係進一步發展。
李克強指出，中希關係前景廣闊，合作成果惠及兩國

及地區人民。總理先生重申歡迎中方擴大對希投資，將
履行雙方業已達成的合作協議，希望貴國政府為中國企
業在希臘經營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李克強強調，中遠比雷埃夫斯港項目是中希合作的成

功典範，不僅帶動了當地就業，而且工人權益和工作條
件得到了更好維護和改善，希望雙方信守承諾。中方願
同希方通力合作，把比港打造成為地中海一流港口和地
區重要樞紐，使其為構建中歐陸海快線、促進亞歐互聯

互通發揮重要橋樑作用，相信這也將有利於歐洲一體化
進程和均衡發展。
齊普拉斯表示，希臘正處在重振和發展經濟的重要階

段，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幫助。希臘願同中國擴大海洋、
海運等合作，同時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一攬子合
作。中遠比港項目對希臘經濟發展十分重要，是兩國合
作的「龍頭」項目，希方將給予更多重視和支持。中國
是支持歐洲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希臘重視歐中陸海快
線建設，願成為歐中合作的橋樑，推動歐中關係不斷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國會發表施
政演說，高調標榜其正在着手「戰
後以來的大改革」。
言及對華關係，安倍稱日本和中
國對地區的和平與繁榮負有重大責
任，是無法分割的關係。去年與習
近平主席的會見，是兩國關係改善
的重要一步，今後將在各個層面加
深對話，從大局出發，發展穩定的
友好關係，以回應國際社會的期
待。

未提解禁集體自衛權等事宜
此間分析注意到，在去年9月份發
表施政演說言及對華關係時，安倍
就已改換口風，使出「友好關係」
之說。安倍將其此番施政演說的大
部分時間，用在了國內經濟和民生
領域的表功和「畫餅」方面，並多

次引用明治時代人物言辭，力說讓
日本「在世界的正當中閃光的自
信」，獲現場不少執政黨議員的鼓
掌吆喝助陣。談到今年即將迎來戰
後70周年，安倍稱日本在對過去那
場大戰進行深刻反省的同時，也努
力建設自由民主國家，為世界和平
與繁榮作出了貢獻。但並未細說其
準備發表戰後70年談話的關鍵考
量。
安倍還提及深化有關修憲的全民

討論。並將近60年來首次大幅修改
農協制度、擴大自衛隊任務範圍的
安保法制完善等，統統列入力爭實
現的「大改革」內容。安保話題方
面，安倍重複「完善安保法制以無
縫隙應對所有事態」的老調，但未
具體提及解禁集體自衛權與制定可
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永久法等
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韓國當地時間11日上午9時45
分，韓國仁川機場附近通往首爾的永
宗跨海大橋，發生逾百輛汽車連環相
撞事故。昨日，中國外交部向本報表
示，據中國駐韓國使館向韓方了解，
此次仁川汽車連環追尾事故中，有3
名中國內地公民受輕傷，經醫院診療
後已無大礙，目前中國駐韓國使館已
向傷者提供領事協助。
據韓國媒體報道，事故初步認定係

大霧造成，在此事故中有19名受傷外
國人，其中7名中國人、5名泰國人、
2名越南人、2名日本人、1名俄羅斯
人、1名孟加拉國人和1名瑞士人。而
昨日外交部回應本報稱，據中國駐韓
國使館向韓方了解，此次事故中，有
3名中國大陸公民受輕傷，而並非此
前其他媒體報道的7人。

搶購蒙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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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國家反恐局局長印尼國家反恐局局長
Saut UsmanSaut Usman。。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ISIS曾公佈照片稱，圖中右二為中國人。 網上圖片

■韓國仁川車禍現場。 網上圖片

■車輛追尾情況嚴重。 網上圖片


